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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闻一建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汪静） “爱
TA，就送 TA 星座宝贝！”中国建设银行推
陈出新，隆重推出建行金马年新产品——星
座宝贝。星座宝贝的材质为 Au999，每个重
2.5g，单价是 1280 元 / 枚，中国建设银行网
店有售。

中国有 12 生肖，西方有 12 星座，皆以
神秘力量，刻画人生轨迹。流传了几千年的
星座符号，传递着古希腊诸神的血脉与神奇。
散发着古老星座的纯洁与魔力，焕发着浪漫
的色彩。十二星座，不仅是时尚文化元素，
也是人们专属性的护身符。

星座源自西方，“四分法”将星座按照火、
地、风、水四种不同的自然元素分类：火象
星座：包括白羊座、狮子座、射手座。地象
星座：包括金牛座、处女座、摩羯座。风象
星座：包括双子座、天秤座、水瓶座。水象
星座：包括巨蟹座、天蝎座、双鱼座。根据

十二个星座中他们一些共同的特性进行分
组，同类型的星座在一起就会有比较多共同
点，比较速配，可以相互扶持，才能够得心
应手，事事顺利，而减少阻碍，获得理想的
成就。挑选与自己相合星座的挂件，长期随身，
自然能够加强力量，达到增强运势的目的。

中国建设银行 ---2014 星座宝贝已全面
上线，详情请咨询中国建设银行各网点。

建行马年新产品上市——

爱 TA，就送TA 星座宝贝

本报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今日女报》的稿酬。因各
种原因，本报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请与本报联系

（0731-82333623）。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刘练）日前，
醴陵市妇联组织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区）
妇联主席、巾帼科技示范基地负责人、
部分社区家长学校负责人等妇女工作者，
来到株洲县松西子社区交流学习。松西

子社区是株洲市新农村建设的示范片、
城乡统筹改革的示范区。醴陵市妇联副
主席唐仁芳表示，组织这些妇女工作者
外出参观学习，是为了要加强沟通与交
流，也把外面一些好的经验带回去。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喻秋霖 
“家美德，内容广，三字歌，奏华

章，一家户，是细胞，家和谐，国安祥
……”伍编长清了清嗓子，念起了这
首《最美家庭三字歌》。3 月 10 日，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来到浏阳市永安镇督
正村，见到现年 74 岁的伍编长，他虽
退休多年，却是该村的反家庭暴力“先
锋”。2008 年，在督正村党支部和妇代
会的支持下，他和妻子张孝昭组成了老
年人反家暴“说唱团”，一旦村里出现
家暴现象，他们就反复上门进行调解。

老公创作，老婆演唱
“一说家暴害死人，有暴社会不安宁，

要问根子在哪里，丈夫多是直接人。”在伍
编长眼中，家庭暴力是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
因素。

谈起歌词的创作，伍编长有说不完的
话，他坦言创作的灵感来源于妻子张孝昭。
张孝昭现年 67 岁，18 岁入党后一直在村里
工作，到退休前，她一共做了 36 年的妇女
工作。

伍编长说，正是因为老伴多年的妇代会
主任工作经历，给他的创作提供了不竭源泉：

“这家夫妻不和，那家父子有嫌隙，她都能在
第一时间知道，有的是她自己在外面听人说
的，有的是别人专程找到她调解……”

义务巡演分文不取
从“十说家暴害死人”到“家庭美德三

字歌”，伍编长坚持了整整 10 年的创作。
伍编长夫妇在当地说唱演出受到了广泛

好评，村妇代会主任祖姿纯告诉记者：“通
过他们的宣传说教，我们村里接到的家庭暴
力投诉电话越来越少。”

随着演出被更多的人认可，夫妻俩的创
作热情高涨，创作的内容也逐渐拓宽。伍编

■妇联星空

长沙妇联派送礼包，关爱全城女性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陈炜 通讯

员 刘腊香）“这个节日我过得格外开心 ,
太意外了。”3 月 8 日上午，正在岗亭上班
的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芙蓉大队六中
队女交警刘贤意外收获了一份“三八节”
的慰问礼物。

人来车往的人民路上，芙蓉区环卫
二所三名环卫工人正在马路两旁冒雨工
作。市妇联主席谭慧慧给她们送去了鲜
花、爱心早餐和爱心礼包。她们说，收
到来自娘家人的礼物感觉很温暖。

随后，谭慧慧一行又来到芙蓉交警
分控中心，为正在监控路面情况的 6 名
姐妹，送上鲜花、美容卡、健身卡、健
身用品及女性预防“两癌”宣传资料等
关爱礼包，并祝她们节日快乐。

据悉，此次爱心礼包派送活动，是
长沙市妇联、新华房产长沙站联合举办
的“新华派送 . 全城关爱”的“三八”节
关爱女性特别活动。

又讯（记者 陈炜）3 月 7 日上午，在
长沙市各界妇女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
女节 104 周年大会上，评选出长沙“十大
最美女性”，一段段感人的 VCR 讲述了
她们的不凡故事。市领导张迎龙、张湘涛、
谭杭生、夏建平、钟新莲以及各界妇女
代表 350 余人出席了会议。会上，市妇
联主席谭慧慧要求，全市广大妇女要勤
奋学习、增强素质，主动参与长沙经济
社会发展，遵守社会公德、践行职业道德、
弘扬家庭美德、陶冶个人品德，树立新
风尚，争做美丽新女性。

益阳妇联推出《爱在田野》纪录片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张晓萍 

胡雪玲）“三八”节期间，益阳市妇联在
益阳电视台推出《爱在田野》女村官系列
报道。

经层层推荐，市妇联首次确定 10 名
女村支书为宣传对象。益阳电视台搭建

了专门班子，集体策划报道方式，并派
出记者逐个蹲点采访。系列报道安排在
益阳教育政法频道《旗帜》栏目和新闻
综合频道滚动播出。市妇联通过网络、
微信等平台对此项活动进行了宣传，组
织广大女性积极收看，反响良好。

永州妇联组织女干部植树
今日女报 / 凤网讯 （通讯员 熊锦星）

春雨贵如油，绵延至 永州。3 月 12 日，
永州市妇联主席黄薇带领机关女干部来

到冷水滩区岚角山镇，与市直各单位共
同开展植树造林活动。本次活动共种植
桉树苗 300 余株，为绿色永州增添力量。

湘潭妇联开展妇女维权周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李旦 通讯

员 向静）“什么是儿童性侵犯”、“如何
对待第一次发生的家庭暴力”…… ３月
５日，由湘潭市妇联发起的三八妇女维
权周活动在市体育中心正式拉开序幕。

据悉，这是湘潭市妇联开展的第

十五个三八妇女维权周活动，主要围
绕“法律温暖，家庭幸福”主题开展。
宣 传 活 动 期 间 还 将 举 办“ 以 案 说 法 ”
现场庭审、妇女法制宣传及咨询服务
等活动。

邵阳妇联奖优扶弱话发展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孟思静） 

3 月 7 日，邵阳市召开座谈会，纪念“三八”
国际劳动妇女节 104 周年，表彰三八红
旗手（集体），推进动员“争当最美家庭，
建设幸福家园”活动。市领导刘事青、
王邵刚，邵阳市妇联执委、县市区妇联
主席、各界先进妇女代表和受助贫困妇
女代表等参加了表彰活动。座谈会还帮
扶救助了部分贫困妇女。

据介绍，自去年 9 月启动三八红旗

手（集体）评选表彰活动以来，共有 126
名个人和 43 个集体参与评选，最终评选
出 10 位三八红旗手标兵、30 位三八红
旗手和 10 个三八红旗集体。今年，邵阳
市贫困妇女儿童帮扶救助领导小组争取
全国妇联、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支持，
争取到位“贫困母亲两癌救助专项基金”
2013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85 万元，为
85 名贫困母亲“两癌”患者争取到人均
1 万元的专项基金。

“巾帼义工队”敬老院送温暖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刘澜）3

月 8 日，湘潭市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颜晓
媚带领着高新区巾帼义工队二十多名队
员，为板塘街道敬老院的孤残老人们送
去了温暖。

高新区妇联负责人表示：高新区巾

帼义工队是一个以女性群体为主的义工
组织，今后这个义工组织还将发挥女性
温柔细腻的特点，结合一些节日的时间
节点，持续开展义务服务活动。巾帼义
工队队长肖瑞香说 ：“我们为别人服务的
同时，也感受到了被人需要的幸福。”

醴陵妇联向示范区“取经”

2014 年 2 月至 5 月，由全国妇联主办的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全面展开，湖南
省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同步启动。连日来，本报接到不少读者来信和来电，向我们
讲述了他们自己或身边的感人家庭故事。自本期起，本报开辟“寻找‘最美家庭’”专栏，
推介这些感人的家庭。

夫妻和睦、尊老爱幼、科学教子、勤俭节约、邻里互助……如果您或身边的家
庭拥有这些家庭美德，就有可能成为“最美家庭”。请您登录凤网，晒家庭幸福生活，
讲家庭和谐故事，展家庭文明风采，文字、照片、视频等形式皆可。优胜者将有机会
参与全国妇联“最美家庭”的评选。

古稀夫妇组建反家暴“说唱团”

编
者
按

长说，10 年来，自己先后创作了《反暴腰
鼓歌》、《家庭和谐十戒歌》、《劝婆婆》、《十
说家暴害死人》以及今年“三八”节才创作
的《家庭美德三字歌》等说唱戏本。

在两人的感召下，如今在浏阳市永安镇
督正村，有三十多名志愿者加入了反家暴、
禁赌、禁毒的说唱团中。他们由当地的退
休干部、学校教师等组成，活跃在各村寨、
社区。 他们不但分文不取，如果逢赶集演出，
大家还要贴钱。

淳化民风传播正能量
祖姿纯告诉记者，多年前，督正村部分

村民有赌博习惯，也有部分家庭存在一定
的家庭暴力，伍编长运用群众语言和本土
文化，自编自演《反家暴七字歌》，至今已
先后演出 100 余场次，没有收取一分钱费用，
其中传播的正能量，正是社会最需要的。

目前，在村民自发组建的两支文艺说
唱团的基础上，督正村成立了“妇女之家”
反家暴领导小组，2011 年、2012 年，该村
先后获得“全国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示范村”、

“长沙市示范妇女之家”和“先进基层妇代
会”等荣誉称号。

伍编长和妻子张孝昭在进行排练。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陈寒冰）3
月 6 日，长沙市芙蓉区纪念“三八”国际
劳动妇女节 104 周年表彰会暨“女人·
家庭·社会”道德讲堂活动开启，长沙
市妇联、芙蓉区委领导等一起参加了这
场特别的活动。

“道德讲堂是长好心、当好人、得好

报、得吉祥的地方。”因此，芙蓉区妇联
带领女性现场一起作一次自省、唱一首
歌曲、学一个模范、诵一段经典、学一
些知识、发一个善心、送一份吉祥、行
一个大礼、做一件善事。活动现场，授
予高敏等 22 名同志芙蓉区“三八红旗手”
荣誉称号，并给予表彰。

芙蓉区“道德讲堂”开启

寻找“最美家庭”①


